關於中國響銅工藝─
從院藏響銅長頸瓶出發
▌張琨林

響銅是一類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的高錫青銅器，其特點為在器物成形後多經過轆轤加工修整，
在器類及樣式上也與傳統鑄造青銅器明顯有別。本文將從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響銅長頸瓶〉
出發，希望能帶領讀者認識這一類過往關注較少的青銅器類。從響銅器的形式與器類組合，以
及重量輕巧、色澤明亮等近似金銀器的特點來看，考量南北朝東西文化繁盛地往來交流，響銅
器應為外來影響下的產物，並且是一類具有貴金屬替代品性質的青銅器。1

所謂「響銅」及相關研究史回顧：從
院藏長頸瓶出發

薄、重量輕，依器腹造形院藏長頸瓶可分為卵
形腹和蘋果形腹二式。第一式卵形腹長頸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五件響銅長頸瓶，此

（圖 1-1、2-1、3-1），其中一件頸部被削除後

瓶式帶喇叭式口、細長頸、圓腹、高圈足，頸

經過修補，目前所見口部應非原器（見圖 2-1）；

部與肩部接合處往往修整出一圈弦紋，器壁

另一件卵形腹銅瓶為雙口造形，於瓶腹另安置

1-1

1-2

1-3

圖1-1 唐 響銅長頸瓶 高22.6，寬1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311
圖1-2 唐（8世紀前半） 響銅長頸瓶 陝西臨潼慶山寺舍利塔基（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入藏）出土 臨潼縣博物館藏 取自奈良國立博物館編
集，《シルクロード．佛教美術傳來の道》，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なら．シルクロード博協會，1988，頁100，圖78。
圖1-3 《西清古鑑》 卷18頁10 漢素瓶四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3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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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唐 響銅長頸瓶（頸部修補改造） 高19.4，
寬1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310

圖2-2

圖3-1 唐 響銅軍持
中銅001484

圖3-2 《西清續鑑．乙編》 卷8頁32 唐素瓶 北平文物陳列所石印寶蘊樓抄本
取自《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587。

高25.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寧壽鑑古》 卷7頁23 周素瓶 涵芬樓依寧壽宮寫本影印本（1913年上海商
務印書館出版）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引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タルコ
レクション網頁：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1919985，檢索日期：2021年1
月11日。

一呈直角的帶蓋盛水口（見圖 3-1），此直角造

塔基（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入藏）出土品（圖

形盛水口極為特殊，綜觀考古與傳世品僅見此

1-2），從整體造形及部分形式特點來看，如外

一例，比對《西清續鑑．乙編》卷八頁三十二（圖

撇高圈足及圈足外端帶一圈紐帶的特徵，院藏

3-2）可知這件作品於喇叭式瓶口上原應帶蓋。

三件卵形腹長頸瓶近似慶山寺銅瓶，此三件院

院藏卵形腹長頸瓶可比較陝西臨潼慶山寺舍利

藏品應皆為八世紀唐代製品。第二式蘋果形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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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唐 響銅長頸瓶 高16.3，寬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312

圖4-2 唐 響銅長頸瓶 湖北隨州義地崗採
集 隨州市博物館藏 取自隨州市博
物館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55，圖
162。

圖4-3

圖5-1 元 響銅長頸瓶 高14.7，寬7.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002401

圖5-2

圖5-3 《西清古鑑》 卷18頁7 漢素瓶一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故殿036762

元（14世紀前半） 響銅長頸瓶
浙江海鹽縣鎮海塔（元至正元年1341
建 成 ） 地 宮出土 取自李林，〈海
鹽 鎮 海 塔 及出土文物〉，《東方博
物》，2009年4期，頁35，圖29。

《寧壽鑑古》 卷7頁25 漢素瓶一
涵芬樓依寧壽宮寫本影印本（1913年上
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日本國立國會圖
書館藏 引自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デジ
タルコレクション網頁：https://dl.ndl.
go.jp/info:ndljp/pid/1919985，檢索日
期：2021年1月11日。

長頸瓶共兩件，二者器腹與圈足形式明顯有別，

爐、塔碗形盒子一同發現，為典型唐代樣式的

生產年代應有所差異。一件器腹圓鼓（圖 4-1），

成組作品，因此這件院藏蘋果形腹瓶亦應為唐

圈足形式亦接近慶山寺銅瓶，整體造形可比較

代作品。另一件蘋果形腹瓶（圖 5-1）器腹最大

湖北隨州義地崗採集品（圖 4-2），後者與柄香

徑近肩部、下腹斜直內收，此形式可比較浙江

宮出土品（圖 5-2），據此推知此件院藏銅瓶年

通小穴麁如銅箸，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

代晚迄元代。雖然這五件院藏響銅長頸瓶在西

圓孔，擁口令上 竪 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

清四鑑被定為周至唐代（圖 1-3、2-2、3-2、4-3、

於此處。」此處「淨瓶」亦指雙口水瓶，其瓶

5-3），參照中國考古出土品可確認其產製年代

口帶蓋、蓋頂帶尖臺處為飲水注口，瓶身另置

多為唐代，晚至元代。

一帶蓋添水口。參照此描述，院藏雙口長頸瓶

中古時期佛教典籍中對於水瓶有諸多記載，

（見圖 3-1）即為所謂「軍持」或「淨瓶」，而

如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軍持，正言

造形相近的單口長頸瓶（見圖 1-1、2-1、4-1、

捃稚迦，謂雙口澡灌也，或譯云瓶也。」「軍

5-1），應即為「澡罐」。2

持 」、「 捃 稚 迦 」 皆 為 梵 文 kuṇḍikā 的 音 譯，

關於此類長頸瓶，日本法隆寺及正倉院藏

而軍持謂之為雙口澡罐（灌），說明軍持與澡

有一批與院藏品形式相同、日本學界稱為「響

罐造形相近，差別在於前者帶有雙口。唐義淨

銅」或「佐波理」的傳世作品（圖 6、7），本

（635-713）《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論及「淨

文以下將從相關研究成果出發，討論此類青銅

瓶」時，對於雙口水瓶的使用方式有詳細說明：

器與中國青銅工藝傳統的關係及其性質，以期

圖6-1 白 鳳 至 奈 良 時 代 （ 7 至 8 世 紀 ）
響銅長頸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法
隆寺舊藏）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
編，《特別展法隆寺獻納寶物》，
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96，頁
243，圖271。

圖6-2 白鳳至奈良時代（7至8世紀） 響銅長頸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法隆寺舊藏） 取自東
京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法隆寺獻納寶
物》，頁118，圖124。

圖7

唐（7至8世紀） 響銅胡面淨瓶
正倉院藏 取自光森正士編，《正倉院
寶物にみる佛具．儀式具》，京都：紫
紅社，1993，頁76，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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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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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鹽縣鎮海塔（元至正元年〔1341〕建成）地

進一步理解院藏青銅瓶的特性與源流。
關於中國響銅工藝

80

「響銅」稱呼一批藏於正倉院及法隆寺的傳世

從院藏響銅長頸瓶出發
—

「響銅」一詞，在中國和日本有不同的使

青銅容器，除了前述長頸瓶外，還有圈足深腹碗

用脈絡，所指稱的內涵有所差異。在中國文獻

（圖 8）、塔碗形盒子（圖 9）、八重盤（圖 10）

中，「響銅」至遲可見於十七世紀《天工開物》

等器類。關於所謂的「佐波理（サハリ）」，指

卷十四〈五金〉：「凡銅供世用……廣錫摻和

的是以銅、錫、鉛為主成分的銅合金器物，錫含

為響銅」、「……凡用銅造響器，用出山廣錫

量比例達 10% 至 20%，銅色呈淡黃白色，質地

無鉛氣者入內。鉦（今名鑼）、鐲（今名銅鼓）

較紅銅硬、敲打後會發出明亮聲響；以漢字表記

之類，皆紅銅八斤，入廣錫二斤。鐃、鈸，銅

為「白銅」、「響銅」的器物，因為具有與佐波

與錫更加精煉。」「響銅」在中國晚期文獻中

理相似的金屬特性，因此「白銅」、「響銅」皆

指的是鑼、銅鼓、鐃、鈸等打擊樂器，為銅錫

訓讀為「サハリ」。3 不論在中國與日本，「響銅」

合金比例達八比二的高錫青銅器。不含鉛的二

一詞皆是用來指稱高錫青銅，日本學界使用「響

元高錫青銅具有敲擊後聲音響亮的物理性質，

銅」指稱容器類器物，而非打擊類樂器。4

適合用於製作樂器，因此才有「響銅」之名。
另一方面，日本學界則使用「佐波理」或

圖8

7世紀 響銅圈足碗 法隆寺舊藏 取自毛利光俊彥，《古代東ア
ジアの金屬製容器II（朝鮮．日本編）》，圖版2鋺．供物皿-8。

圖10

奈良時代（8世紀） 響銅八重盤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法隆寺
舊藏） 取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法隆寺獻納寶物》，
頁249，圖282。

除了正倉院和法隆寺藏品，日本公私立博
物館收藏中為數不少的南北朝響銅器也引起金

圖9

奈良時代（8世紀） 響銅塔碗形盒子 正倉院藏 取自光森正士
編，《正倉院寶物にみる佛具．儀式具》，頁111，圖86。

納中國響銅器有以下特點：（一）大體而言響

鐎斗及熨斗等器類器胎較厚，器胎沒有明亮的

銅器先以蠟型鑄造（失蠟法）成形，再運用轆

光澤，成分含錫量低於 15%，與帶托碗（盞）（圖

轤鏇削、研磨加工，因此響銅器壁薄、重量輕；

12）、圈足碗（圖 13）、高足杯（圖 14）、高

（二）將轆轤運用於金工成形是六朝時期才導

足盤（圖 15）等響銅器類明顯有別，因此將三

入的新技術，此技術的運用與合金成份有關；

足爐、鐎斗、熨斗劃歸為傳統青銅器，與響銅

（三）為適應鑄造及轆轤加工處理技術而有新

器做出區分。9 在前引中野徹的研究中，他幾乎

的銅合金比例；（四）從不帶銹蝕的器表觀察，

將所有南北朝銅器都歸為響銅器，響銅一詞似

響銅器色澤一類呈灰白、另一類呈金黃色；（五）

乎並非用來指稱特定器類，而是特定時代範圍

器表多不帶紋飾，工匠於使用轆轤加工之際常

內、也就是中國中古時期的青銅器作品。岡村

施以弦紋裝飾，受響銅器物影響的陶瓷器也模

氏等人結合成份檢測與器物類型，將響銅器與

仿了此類弦紋裝飾。5

非響銅類傳統青銅器做出分類是重要的觀察。

以中野徹的觀察為基礎，結合成份檢測更

在此器群分類的基礎上，有助於進一步討

能顯見響銅在製作技術上的特點。截至目前，

論南北朝青銅器群之間的等級和位階關係。相

日本正倉院和法隆寺藏響銅器物已累積了不少
的檢測結果，可確知響銅為錫含量達 15% 以上
的高錫青銅，且相較於傳統鑄造青銅器多為銅
錫鉛三元系合金，二元系高錫青銅是響銅器類
的一大特點。6 錫在銅合金中的作用，除了能降
低紅銅的熔點、增加銅液的流動性以利於鑄造，
隨著錫含量增加，也會使器胎脆性隨之提高、
銅合金的色澤由紅轉黃。7 因此儘管傳世及出土
響銅器器表多覆蓋銅銹，從部分仍保持原有器
胎金屬色澤的實物，如正倉院胡面淨瓶（見圖 7）
及藤井有鄰館藏象首長頸瓶（圖 11），便可觀
察到響銅銅胎呈現金黃或銀白的明亮色澤。
近年的重要成果為岡村秀典、廣川守、向
井佑介等人的研究，他們將響銅定義為「錫的
含量多達約 20% 以上，顯示鑄造後又使用轆轤
工藝或者鍛造加工。因此，其特徵為器物表面
的色調和光澤近似銅鏡、器壁薄、叩之聲音清
脆。」8 他們針對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江
蘇句容春城墓及江都大橋窖藏出土品所進行的
調查，便帶領學界將視線轉移到南方，為區域

圖11

北朝末至隋（6世紀後半） 響銅象首長頸瓶 藤井有鄰館藏
取自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中國の響銅—轆轤挽きの
靑銅器—》，和泉：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99，頁11，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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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帶來契機。此外岡村氏等人指出，三足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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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圖13

南朝宋（5世紀初） 響銅碗、托 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
江蘇句容春城墓出土 句容市博物館藏 取自鎮江博物館、句容
市博物館，〈江蘇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東南文
化》，2010年3期，頁39，圖五-3、7。

南朝（6世紀中） 響銅圈足碗 江蘇江都大橋窖藏出土 江都
市博物館藏 取自夏根林，〈江蘇江都大橋窖藏青銅器〉，《東
南文化》，2010年1期，彩插二-3。

較於傳統青銅器類如鐎斗在南北各地的考古發
掘廣為可見，北朝響銅器集中出土於北魏永熙
三年（534）李仲胤夫婦墓、李翼夫婦墓、北齊

圖14

南朝（6世紀中） 響銅高足杯 江蘇江都大橋窖藏出土 江都
市博物館藏 取自夏根林，〈江蘇江都大橋窖藏青銅器〉，彩插
三-4。

圖15

南朝（6世紀中） 響銅高足盤 江蘇江都大橋窖藏出土 江都
市博物館藏 取自夏根林，〈江蘇江都大橋窖藏青銅器〉，彩插
二-5。

關，留待後文討論。
綜合以上討論，南北朝時期響銅器的特點
歸納如下：

武平六年（575）李希宗夫婦墓等帶墓誌、墓主

（一）關於出現的時間和區域，響銅在南

身份較高的墓葬；雖然響銅與傳統青銅同屬廣

方最早出現於宋元嘉十六年（439）江蘇句容墓，

義的青銅工藝，但響銅器重量輕巧、造形銳利、

北方則為北燕太平七年（415）遼寧北票馮素弗

色澤明亮，整體質感突出於傳統青銅器，說明

墓。10 換言之就目前考古紀年材料來看，不論在

響銅在整體銅器工藝中的器用位階應有別於傳

南方或北方，響銅器皆出現於五世紀前半。

統青銅器。響銅器的工藝等級位階應與性質相

（二）就技術層面而言，響銅為一類含錫

較高的錫含量，使得響銅銅胎呈現明亮色澤，

二元系高錫銅合金都是漢代以前及至兩漢時期

一類偏金黃色、另一類偏銀白色。另一技術上

中國本土便存在的銅器製造手法，依據實物檢

的特點在於，器物成形後多使用轆轤加工修整，

測所得的銅合金成份及比例，無法做為評斷響

因此響銅器呈現器壁薄而重量輕的特色，於器

銅工藝發展是否受外來影響與否的唯一準則。

表常見細線修鏇痕。
（三）從器類來看，響銅容器包括瓶、壺、

不過儘管漢代以前已出現盆、盤、匜、盒
等形制的薄壁高錫青銅容器，但這些作品類型

杯、碗、托、帶托碗（盞）、缽、罐、盤、盒等，
結合出土品和博物館藏品還可發現長頸瓶－盆、
碗－托、杯－高足盤等器類組合。就目前考古
材料所見，響銅器出現於南方的數量不僅較北
方多，類型也較為多元。

響銅與中國青銅工藝傳統

中國響銅器出現於東西文化交流繁盛的南

圖16

戰國 銅盤 湖北荊門左冢墓1號墓出土 取自湖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等編，《荊門左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圖版八-1。

圖17

戰國 銅匜 湖北荊門左冢墓3號墓出土 取自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等編，《荊門左冢楚墓》，圖版四六-5。

圖18

戰國 銅盒 湖北襄陽余崗289號墓出土 取自王志剛主編，
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余崗楚墓》，北京：科學出版
社，2011，彩版二二-2。

北朝時期，在器物形式和製作技術上皆有所創
新，不禁令人推想其發展是否受到外來影響。就
此而言，過往研究者雖有持外來影響之說，亦有
持本土發展之見者，岡村秀典等人則將響銅劃
分為銅錫鉛三元系與銅錫二元系兩類，並推測前
者承繼了商周以來三元系青銅工藝技術的發展，
後者的出現則受外來高錫青銅的影響。11
岡村氏等人的論點或為顧及中國青銅工藝
傳統的折衷方案，提醒我們在討論可能的外來
影響之前，不能忽略自商周以來的傳統青銅工
藝發展，特別是漢代開始盛行技法、形式上與
商周時期鑄造青銅器明顯有別的薄胎青銅器。
不過另一方面，二元高錫青銅技術是否如岡村
氏等人所推斷源於外來影響，則必須進一步檢
驗。恰恰近年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關注先秦兩漢
時期的薄壁青銅器，綜合出土報導可發現二元
系高錫青銅容器早於漢代便出現，如湖北荊門
左冢、湖北襄陽余崗等戰國墓葬出土青銅盤、
匜、盒（圖 16 ∼ 18），河南南陽漢代墓葬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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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二元系高錫青銅舟。12 如此看來，不論三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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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達 15%、乃至 20% 以上的高錫青銅。由於

關於中國響銅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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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院藏響銅長頸瓶出發
—

圖19

3至5世紀 銅長頸瓶 傳巴基斯坦斯瓦特
出土 日本私人藏 取自栗田功編，《ガ
ンダーラ美術．II．改訂增補版．佛陀の世
界》，東京：二玄社，2003，頁307，圖
961。

圖20

北魏（6世紀初） 響銅長頸瓶
北魏正光五年（524）河南洛陽
呂達墓出土 取自洛陽市文物工
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
北魏墓的發掘〉，《考古》，
2011年9期，圖版拾參-7。

圖21 銅長頸瓶 印度鹿野苑發現 取自Blakiston,
J. F. 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24-1925.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Central Publication
Branch, 1927, pl. XXXVI-b.

單一、數量零星，比較前文所述南北朝響銅器

銅與南北朝響銅兩者明顯有別，在樣式上也無

類組合及作品形式，漢代以前高錫青銅器與南

法看到兩者在同一序列上的連續發展過程，個

北朝響銅器相去甚遠。就作品形式而言，如院

別作品如長頸瓶的形式明顯淵源於外來作品，

藏及湖北隨州義地崗採集蘋果形腹長頸瓶（見

因此本文定義的中國響銅器，其相對複雜的形

圖 4-1、4-2），松本伸之已指出其形式可追溯至

式所蘊涵的製作技術與相應的使用概念，應該

傳巴基斯坦斯瓦特（Swat, Pakistan）出土三至五

是在五世紀受到外來影響才確立。不過與其說

13

世紀銅瓶。 （圖 19）此外，北魏正光五年（524）

成熟的響銅技術是在五世紀驟然出現，更應將

河南洛陽呂達墓出土卵形腹響銅瓶，其整體造形

中國發展久遠的青銅工藝視為中國本土製作響

特別是加飾弦紋的柱狀瓶蓋（圖 20），近似發

銅器的條件；高錫薄胎青銅技術在漢代以前及

現於印度鹿野苑（Sarnath）的銅瓶。（圖 21）

兩漢時期已萌芽，南北朝響銅技術應是在此基

本文論旨的響銅長頸瓶，其造形並非源於中國

礎之上，進一步提煉形成。

傳統青銅器，響銅長頸瓶的造形與樣式可追溯
至印度銅器。

如前引中野徹所指出，南北朝響銅匠人於
最後加工階段，運用轆轤車鏇修整作品才會在

雖然青銅匠人確實在漢代便掌握高錫青銅

器表留下勻整細密的同心圓修鏇痕。轆轤在中

製作的技術，不過就器類組合而言漢代薄胎青

國做為工藝製作的輔助工具有久遠歷史，但轆

轤的使用並非中國傳統鑄造青銅工藝技術概念的

傳入中國的西亞薩珊波斯及中亞粟特鍛造金銀

一部分，追溯金工轆轤技術的淵源也將有助於理

器。

解響銅所受外來影響。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就此議

響銅的性質：金銀工藝與響銅

就工藝器用的時代風尚而言，南北朝時期

經過修磨之後其色澤更顯得爍亮顯目，呈現有

正是金銀製容器開始流行的時代，筆者也同意

別於傳統鑄造青銅器的質感。（見圖 1-2、7）

過往研究者認為南北朝響銅可能與金銀器有所

若說轆轤加工是響銅器最後的必要加工程序，

關連的推論，14 以下將進一步延伸討論。

其技術動力無疑與追求明亮色澤和薄胎質感有

借鑑高錫青銅在其他地區的發展，將有助

關，如此金工特色令人聯想到南北朝時期開始

於理解南北朝響銅在金屬工藝中的位階及角色。

圖22

5至7世紀 伊朗白銅瓶 Musées royaux d’Art et d’Histoire藏
取自Demange, Françoise ed. Les Perses sassanides: Fastes
d’un empire oublié (224-642). Paris: Paris musées; Suilly-la-Tour:
Findakly, 2006, 135, pl. 79.

圖23

6至7世紀 伊朗白銅多曲帶把杯 取自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The White Bronzes of Early Islamic Iran,”
126, fig. 1.

圖24

7至8世紀 伊朗白銅瓶 取自Melikian-Chirvani, Assadullah
Souren. “The White Bronzes of Early Islamic Iran,” 130,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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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一方面削減了重量，另一方面黃白色銅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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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進一步討論，不過經由轆轤修整加工的響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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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屬工藝發達的西亞地區，當金銀器在七世
關於中國響銅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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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或補充金銀器的性質。

從院藏響銅長頸瓶出發
—

紀晚期被西亞王室明令禁用之後，當地貴族便

回 到 中 國 的 脈 絡， 可 從 實 物 對 比 觀 察 響

使用一類高錫青銅「白銅器」（圖 22 ∼ 24）做

銅 與 高 等 級 金 銀、 鎏 金 器 物 的 關 係， 如 北 齊

為貴金屬替代品；此類伊朗白銅器為錫含量達

河清元年（562）山西庫狄迴洛墓出土長頸瓶

20% 的二元系高錫青銅，基本成形技法為鍛造、

（圖 25）、高足帶蓋盒、帶托盞、盒等，便是

輔以轆轤修鏇加工，把手等附件為分鑄而後接

在形式與組合上與響銅器共通的鎏金銅器。唐

合。15 此類伊朗高錫青銅器除了在工藝技法上

代金銀器中也可見與本文所論長頸瓶形式相同

與中國響銅器相近，能做為金銀器的替代品在

的作品，如唐代陝西西安祝村鄉出土銀長頸瓶

七世紀晚期的西亞世界流通使用，說明高錫青

（圖 26），從實物可見響銅與鎏金器、金銀器

銅器應具有接近貴金屬器物的特質。在古代日

等貴金屬器物共享器形。

本，包含正倉院響銅在內的高錫青銅器曾與金

響銅器與金銀器的關係也表現在工藝技

銀器共同做為日本奈良（710-794）至平安時代

法的選擇之上。在南北朝時期，以鍛造技法產

（794-1185）皇室的供御用器，16 再次說明高錫

製於西亞薩珊波斯及中亞粟特地區的金銀容器

青銅應呈現相近於金銀器的質感；考量原料珍

（圖 27）開始傳入中國，受到此類外來貴金屬

稀的差異，廣義上屬於青銅一類的響銅應具有

器物的刺激，中國金工匠人才開始以錘揲、鍛打

圖25

北齊（6世紀中） 銅鎏金長頸瓶 北齊河清元年（562）山西
庫狄迴洛墓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群馬縣立歷史博物
館編，《觀音山古墳と東アジア世界：海を越えた鏡と水瓶の
緣》，高崎：群馬縣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15，圖II-5。

圖26

唐 銀長頸瓶 陝西西安祝村鄉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
院藏 取自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編，《西安文物精華．金銀
器：漢英對照》，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2，頁
84，圖94。

技法製作薄胎金銀容器。17 不論外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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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土產製，金銀器物在南北朝時期
逐漸流行，質感近似金銀器的響銅器
亦同時登場，此時消費者對於位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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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較高的薄胎貴金屬容器的喜好與追
求，很可能便影響了響銅工匠的技術
選擇，此技術選擇便表現在轆轤的使
用：響銅工匠著意使用轆轤製造薄胎
響銅器的意義，就在於為了倣效鍛造
金銀器的輕薄質感。

結論

本文從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品

出發，介紹日本傳世響銅器物及相關
研究成果，希望能帶領讀者認識這一

圖27

5至6世紀 粟特銀盤 中國新疆焉耆縣七個星出土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
物館藏 取自Watt, James C.Y.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187, pl. 93.

圖28

北周（557-581） 觀音菩薩立像 陝西西安出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
院藏 取自Watt, James C.Y.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269, pl. 170b.

類過往關注較少的中古高錫青銅器
類。近年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在漢
代以前便存在高錫青銅容器，因此無
法單就合金成份評估響銅技術具有
外來淵源；不過就本文論旨的長頸瓶
而言，其形式可追溯至印度，綜合考
量響銅器的樣式與器類組合，本文認
為包含長頸瓶在內的響銅器物應為
一類受外來影響的產物。從西亞地區
高錫青銅做為金銀貴金屬替代品一
事可知，高錫青銅器具有接近金銀器
物的特質，而響銅技術成熟的南北朝
時期亦是薩珊波斯及粟特金銀器開
始傳入中國、進而帶動金銀器流行之
時。在此追求金銀器物的時代風氣之
下，南北朝響銅工藝的發展很可能受
到金銀器的刺激，響銅應該具有貴金屬替代品

開展。首先，本文討論的響銅長頸瓶式常見做

的性質。

為菩薩造像持物（圖 28），南朝梁寶唱《比丘

仍有許多與響銅工藝關連的議題待進一步

尼傳》記載所謂「象鼻澡灌」還可比對藤井有

鄰館藏象首長頸瓶（見圖 11），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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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響銅長頸瓶的流行與佛教信仰密
切關連。此外，岡村秀典等人將胡
面淨瓶（見圖 7）及和泉市久保惣記
念美術館藏胡人獸紋杯（圖 29）比

從院藏響銅長頸瓶出發
—

定為粟特系響銅，18 其中蘊涵與東亞
粟特人活動相關的文化交流議題也
待進一步開發。南朝梁陶弘景（456536）《授陸敬游十賚文》記載所謂
「 鍮 石 澡 灌 」， 依 據 唐 慧 琳（737820）《一切經音義》卷十五「鍮石」
為：「金之類也，精於銅、次於金，
上好者與金相類，出外國也。」學界
普遍認為「鍮石」意指銅鋅合金的黃
銅，不過目前就實物而言澡罐長頸瓶
多為響銅，尚不見黃銅長頸瓶相關報
圖29

圖30

北朝末（6世紀中） 響銅胡人獸紋杯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藏 取自和
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編，《中國の響銅—轆轤挽きの靑銅器—》，頁24，圖
40。

盧楞迦畫六尊者像 冊 第五開 第十五鍋巴嗄尊者
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頁101、11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導，所謂「鍮石」會否便是指稱外觀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繪畫編．1．晉隋唐五

清續鑑．乙編》卷八頁三十二所錄之「唐素瓶」

則即為本文所論響銅長頸瓶？上述課題留待他

（見圖 3-2），前者可比對近年陝西藍田北宋呂

文討論。

氏家族四號墓出土品（圖 31-2），後者如前文
所述本院藏有可咨對比的實物。因此，乾隆皇

隆皇帝吟詠的對象。《御製詩三集》卷七十九

帝〈詠唐素瓶〉所吟詠的對象實應與本文論旨

〈詠唐素瓶〉（已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

之長頸瓶屬同類作品，19 可能即是目前蓋已缺失

「楞伽瓶似楞伽繪，浄水吉祥翻法華。獨憶文

的院藏響銅軍持長頸瓶。（見圖 3-1）

皇賜大亮，千年擬出懿公家。」首句加注：「唐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盧楞伽畫阿羅漢，前置一净水瓶似此。」以此
文字記述為線索，恰可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盧
楞迦畫六尊者像》冊第五開〈第十五鍋巴嗄尊
者〉，羅漢坐像旁的方几上發現一長頸瓶。（圖
30）此長頸瓶於瓶口帶細長注口的造形，恰恰
近似《西清古鑑》卷十八頁十六（圖 31-1）及《西

圖31-1 《西清古鑑》 卷18頁16 唐素瓶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36762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圖31-2 北宋 響銅軍持 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四號墓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
究院藏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異世同調：陝西省藍田
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9，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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